
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項目精彩活動回顧

2012年6月23日，為期兩天的第四屆中國伴侶動物研討會在湖
南省長沙市落下帷幕。本次會議由亞洲動物基金主辦，美國國際人道
對待動物協會和長沙市小動物保護協會共同協辦。來自42個城市100
多家國內外動物福利相關機構的共170多位代表、專家、學者共聚星
城，探討如何從各方面加強中國動保團體的自身能力建設，及為中國
食用貓狗背後的各種問題尋求解決方案。本次會議的一個主要議題
是團隊能力建設，我們為各地的民間伴侶動物保護組織提供了一
個傾聽“圈外聲音”的機會，引入了NGO研究、媒體、企業社會
責任部門、國際動保、野生動物保護等多個領域的專家學者，通
過多角度、多維度的理論以及鮮活的例子講解，助力草根動保力量
茁壯成長。

會議上國際組織的專家代表通過分享各種案例，為會議帶來了
專業的意見，為中國的相關工作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鑒。國內多個民間
動保組織也分別介紹了他們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工作經驗，以及積
極協助政府，依法、有效地打擊食用貓狗黑色產業鏈的案例分析。會
議第二天採用了現場集體討論的新形式，通過讓每個與會人員一起參
與交流的“參與式培訓”方式，使得會議氣氛變得更加積極和活躍。
與會代表在會上踴躍闡述自己的見解和困惑的同時，也學習到別的機
構的成功創新經驗。

作為國內首個並持續舉辦的全國伴侶動物保護團體的大型會
議，中國伴侶動物研討會為全國各地的動物保護、救助團體提供了
一個經驗交流與分享的平台，同時也促進了團體間的合作與相互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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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局限，聆聽聲音
—— 第四屆中國伴侶動物研討會在長沙順利舉行

北京外國語大學退休教授吴青女士（著名作家冰心
之女）與謝羅便臣博士親切合影留念

亞洲動物基金創始人及行政總監謝羅便臣女士在會
上作了精彩的發言

ＮＧＯ研究所所長暨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理事長王名
教授正在解答會議嘉賓李堅強博士的提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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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健康吃貨，請拒吃猫狗

習。與會的團體從2006年首屆會議的31個增加到2013年的超過100個，我
們看到了中國動保力量的成長與壯大。中國伴侶動物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
屆，希望更多的國內動保組織通過這個交流平台，使自身變得更強大，讓
人與動物更好地在同一個地球上和諧共存。

更 多 關 於 中 國 伴 侶 動 物 研 討 會 的 詳 細 介 紹 ， 請 點 擊 ： 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10L3QAX3TZJ

會議引入”午間沙龍”新模式，讓代表利用
午間時間自發組織討論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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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討會為全國各地動物保護、救助團體提供了
一個經驗交流與分享平台

近幾年，貓狗肉消費背後的殘忍，黑色產業鏈的曝光
以及吃貓狗帶來的食品衛生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公眾的重
視。通過多年的調查發現以及大量的媒體報導，我們了解
到目前市面上銷售的貓狗肉大多都是來源不明或非法的，
很大部分的這些貓狗都是被偷盜的家養貓狗或被抓捕的流
浪動物，他們根本不應該被用於食用。大量貓狗是被偷盜
的，那其後續一系列的運輸、販賣、屠宰、消費其實都屬
於銷贓、買贓的行為，都是非法的應該禁止的。

另一方面，從動物市場的實地調查發現大量用於食用
的貓狗存在嚴重的健康問題。在貓狗來源不明，無法追索
到可信的養殖免疫記錄，並且大量貓狗明顯帶有嚴重病症
的情況下，食用這些貓狗對公眾來說是極不安全的，對人
體健康也有極大的潛在危害。

因此亞洲動物基金特別設計了主題為“做健康吃貨，
請拒吃貓狗！”的系列公益廣告。目前，我們已將這則公
益海報發佈在新浪和騰訊官方微博上，轉發量超過20000人
次。同時，莫文蔚、胡歌、齊秦、陸翊等明星也紛紛轉發支
持。我們希望通過系列廣告宣傳，喚起公眾對食用貓狗背後
的安全隱患和違法事實的關注和認知，從而做出自己正確的
選擇，避免成為黑色產業鏈的幫兇。

“做健康吃貨，請拒吃貓狗！”系列公益廣告的詳情及相關
微博，請點擊以下鏈接，歡迎轉發： 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NT9NLVZQCZC  
http://weibo.com/1868995340/zCh1cbuB4 
http://t.qq.com/p/t/281478061499255

北京小動物診療行業協會會長劉朗博士就會
議上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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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吃猫狗，從星開始

政府溝通

貓狗肉消費背後的殘忍，黑色產業鏈的曝光以
及吃貓狗帶來的食品衛生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公眾
的重視。亞洲動物基金目前正在發起“拒吃貓狗，
從星開始”的活動，由名人在我們的“狗醫生”20
週年限量版T恤上簽名承諾拒吃貓狗，並合照發送
微博。眾多名人紛紛參與，著名藝人胡歌、李東學
和熊乃瑾都做表率，從自身做起，號召大家拒吃貓
狗。大明星也愛小貓狗，感謝你們對小動物們的關
懷！拒吃貓狗，從星開始！

胡歌       http://weibo.com/1868995340/zvsIgqUFj 
李東學   http://weibo.com/1868995340/zzJsEuSNG 
熊乃瑾   http://weibo.com/1868995340/zzA22fsGw

亞洲動物基金反對玉林狗肉節的公開信

我們又再次接到了國內外的大量來電及網絡信件
和留言，抗議關於廣西玉林市即將在今年6月21日再次
舉辦的夏至荔枝狗肉節，這個“節日”將會以吃狗肉、荔
枝為主題進行狂歡。在確認了此消息後，我們第一時間
給玉林市市長去信，懇請玉林市政府慎重考慮我們的建
議，對即將舉行的狗肉節進行干預及製止，依法嚴查犬
隻偷盜及來源不明問題，依法加強對動物的檢驗檢疫，
並鼓勵和倡導市民停止消費狗肉。

我們理解玉林市政府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默
許狂歡節的舉辦，也理解部分玉林市民有吃狗肉的習

俗。不過，以亞洲動物基金多年的調查發現，目前市面
上銷售的狗肉大多都是來源不明或非法的（很大部分的
這些犬隻都是被偷盜的家養犬隻或被抓捕的流浪狗）、
未經檢驗檢疫的不符合國家食品衛生要求的肉品。因
此依法嚴查這些違規行為，倡導健康文明的飲食消費，
不但能更好的保障玉林市人民群眾的食品衛生安全，
還將幫助那些保護和幫助人類的動物們獲得公正的對
待，給予它們在社會中應有的位置和尊重。

詳細的反對玉林狗肉節的公開信，請點擊： 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HQ5R61OCI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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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北京市政府關於建議修改城市犬隻管理規定的信

近日，我們接到了國內外的大量來電及網絡信件和
留言，呼籲北京市政府部門修改當地犬隻管理條例里關
於限制飼養身高超過35cm的犬隻及部分其他犬種的規
定。我們非常理解北京市政府根據現有的政策及條例
而對城市犬隻進行管理，然而，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，
全國政治及文化中心城市，我們由衷希望北京市政府能
在城市養犬管理上能更加科學及人性化，也更能體現出
北京作為首都國際大都市的風範。

我們去信北京市養犬管理部門，懇切的呼籲北京市
相關政府部門將現已實行了將近10年的養犬管理條
例進一步完善和修訂，與時俱進，修訂出更為人道的
科學的養犬管理條例。同時在執行現有條例的時候，
也請採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和措施。對此，我們提出以
下建議：

以推廣“負責任寵物主人”的理念，代替對城市限
養犬種的限制。犬隻的性情是否溫順、行為是否擾民，
與體型大小沒有直接關係，而是取決於主人是否做到文
明養犬。

對於現有每戶限養一隻犬的規定，我們建議政府部
門能重新考慮，予以放寬。

建議加強開展“文明養犬”宣傳教育，並擴大犬隻出
行區域。

詳細的“致北京市政府關於建議修改城市犬隻管理規定的
信”，請點擊： 

深圳迷笛音樂節——20週年慶典

2013年5月17-19日，迷笛音樂節
20週年的慶典首次來到了深圳，亞洲
動物基金作為參展單位之一，和“別
吃朋友”一起，也將文明養犬、關愛
動物的理念帶到了音樂節現場。許多
音樂愛好者前來支持我們。愛音樂，
也愛動物！

廣州“狗教授”參加碼醍週末派對X集
市

6月15日，廣州“狗教授”來到珠
江琶醍文化創意園參加碼醍週末派對X
集市啦~活動當天，我們與大家一起玩
遊戲、征集關愛動物簽名，還有很多
市民駐足認真閱讀我們的關愛動物宣
傳噴畫。“狗教授”的到場就連其他
攤位的工作人員抵擋不住“誘惑”，
跑到我們攤位上與“狗教授”合照互
動。“狗教授”要親自告訴各位粉絲
們，關愛動物，從你我做起。

關愛動物，有你有我

帥氣“狗教授”金寶引來大批“粉絲”

一對還不會寫字的雙胞胎在簽名布上畫
了一隻狗狗 畫臉遊戲

小朋友給動物貼紙塗色
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A6DA6HW04Z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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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狗醫生”、“狗教授”5-6月活動精選
亞洲動物基金於5-6月在廣州、深圳、成都以及香港4地共開展了51次“狗醫生”探訪活動，探訪人數為

2068人；25次“狗教授”課程和8次“關愛動物善待生命”公眾宣傳活動，為超過5644人宣傳相關知識。
現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點滴：

香港“狗醫生”探訪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

香港“狗醫生”來到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，這裡
的學生都有輕度至中度智力缺陷。我們挑選出7名學生
參與我們的“狗醫生VIP計劃”。每個孩子都有一個獨
立的行為改進任務要完成，如果他們能讓學校和家人
都滿意，就可以與“狗醫生”親密接觸10-15分鐘，這
就是我們的“狗醫生VIP計劃”。

從之前的一周一次，到如今的兩週一次，我們已
經為同學們開展了9次VIP活動。他們可以摸摸狗狗、
和它們玩耍、餵他們吃東西，還能跟它們一起散步。
這9次的活動下來，我們發現，80%的孩子行為有所進
步，所有孩子都學會瞭如何正確與狗狗相處。學校的
社工陳小姐說：“VIP狗醫生計劃十分值得推廣，我們
確實從孩子們的行為中看到了他們的進步。”

成都和深圳狗醫生考試

5月和6月，成都和深圳分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“
狗醫生”招募考試，共有14位狗狗通過考試。

成都考試當天，英國著名演員--萊斯利和她的丈
夫，以及亞洲動物基金創始人和行政總監謝羅便臣女士
也參加了活動。第一隻順利通過考試的狗狗是一隻巧克
力色的拉布拉多，他的名字叫萌齊齊。萌齊齊已經是主
人家裡的第二位狗醫生啦，這次更是由萊斯利親自為
他戴上狗醫生證件和領巾。另一位引起轟動的“考生”
是來自四川啟明小動物保護中心救助的小狗啟小福，身
體的殘缺和曾經遭遇的  拋棄沒有改變小福活潑親人的性
格，他用自己的熱情給大家證明殘疾的狗狗也可以傳遞
快樂和正能量！

而深圳考試當天，參加考試的10位考生里，8隻狗狗通過了考驗，成為新一批狗醫生。狗狗的性格與
主人的照顧有著很大的關係，正確照顧與善待它們，才能讓我們相處得更加愉快！
媒體報導： 
四川廣播電視台     http://tf.sctv.com/shxw/201305/t20130526_1479804.shtml
四川在線                 http://sichuan.scol.com.cn/fffy/content/2013-05/26/content_5288625.htm?node=894
晶報           http://jb.sznews.com/html/2013-07/01/content_2534486.htm

給萌齊齊帶上領巾

這位同學和“狗醫生”玩得很開心哦~



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項目精彩活動回顧

6

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項目精彩活動回顧

著名“廚娘”與成都“狗醫生”一起探訪老人

5月26日，結束了上午的成都“狗醫生”考試後，
在熱播劇《唐頓莊園》裡面扮演廚娘的萊斯利女士和她
的丈夫，在亞洲動物基金創始人謝羅便臣女士的陪同下
來到督院街為老助殘中心探訪這裡的老人。探訪中狗醫
生紛紛使出看家本領，賣萌逗樂大家，十分熱鬧。有位阿
姨還特別把自己用環保材料做的花作為神秘禮物送給萊
斯利，拿著老人親手製作的花，她高興地開玩笑說：“我
感覺自己像女皇”。

廣州“狗醫生”應“黑白能量”之邀參與公益活動

黑白能量是著名藝人吳奇隆創辦的一個時尚公益
品牌，經常從資金和物品上支持吳奇隆粉絲舉辦的公
益活動。應黑白能量志願者邀請，廣州“狗醫生”參
加了芳村小天使自閉症康復中心關愛自閉症兒童探訪
活動，當天活動的志願者來自吳奇隆的一個粉絲團—
奇國圈圈家族。

向來溫順可愛的“狗醫生”自然是深受大家的喜
愛，狗醫生“幾米”向大家表演瞭如何做一隻聽話的
狗狗，小朋友們都很開心。就連黑白能量的志願者也
被狗狗的“乖巧”征服了哦~

小朋友們和狗醫生“幾米”互動

萊斯利從老人手裡接過花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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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“動保宣傳好伙伴”
——亞洲動物基金為您提供免費宣傳資料

亞洲動物基金誠邀各地關注貓狗福利的團體、個人一起在你們所在城
市開展公眾宣傳教育活動，宣傳關愛身邊貓狗、做負責任主人、拒吃貓狗的
活動。我們將為大家免費提供相關宣傳資料，個別大型宣傳活動經審批後
還將獲得額外的資金資助。

亞洲動物基金將在每季度末評選出最多3個“季度好活動”（活動組織
良好、宣傳效果好、影響面大的），頒發證書及給予現金補貼獎勵。同時“
季度好活動”還將有機會參與年底的“動保宣傳好伙伴”競逐，最終的1-2
位“好伙伴”獲獎者將有機會參加亞洲動物基金貓狗福利義工營活動，獲
資助免費參觀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。

亞洲動物基金貓狗福利宣傳資料包括以下四個主題：“拒吃貓
狗”，“文明養犬，做負責任貓狗主人”，“如何與小動物友好相處”，“關
愛動物我行動”主題。請訪問亞洲動物基金官網的下載專區“伴侶動物相
關資料”查看以上免費宣傳資料的樣圖，歡迎下載和傳播。如需申請宣傳資
料，請填寫相應申請表格。歡迎多次、持續舉辦活動及申請資料，資料的派
發使用請遵循有效、環保、不浪費的原則。下載專區鏈接如下：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OC8WRDVAXGX2

更多關於此活動的介紹，請點擊：
http://www.animalsasia.org/index.php?UID=FE09SVRQ03L

5-6月動保宣傳好伙伴活動精選

5-6月共有10個團體與17個個人申請宣傳資料開展活動，包括天津領養
日、北京天佑流殤、南昌市小動物保護協會、廣元市博愛動物保護中心、首善
廣東志願者中心、山西省青年者志願協會藍精靈動保團、蘭州綠地志願者中
心、玉林愛護動物中心、南寧流浪貓狗救助小站、南充川北志願者服務隊等團
體和個人。

5月19日，湖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11級應用化學2班的同學們在該校組
織了一次名為“愛它行動”的公益活動。同學們以“終止貓狗虐待”、“拒吃貓
狗”、“為流浪貓狗絕育”、“拒絕活熊取膽”為主題，積極地向學校的同學、
老師和普通市民介紹動物保護理念，並邀請大家填寫紙條表達自己對活動的
看法。來自信科院的李同學寫到：“小動物都有享受生命的權利，不能虐待他
們，因為他們也是有靈性的。而且今天第一次了解了為貓狗絕育的好處，回去
我會告訴更多的同學。”

報導鏈接：
湖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網站
http://cc.hnu.cn/index.php?option=com_content&task=view&id=2242

同學們通過心意貼表達自己對動物的祝福

大家在關愛動物的簽名布上簽名



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項目精彩活動回顧

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捐助
1. 感謝瑪氏公司捐贈5000元現金，用於支持成都“狗

醫生”考試。

2. 感謝香港Chris & Nicolas動物醫院對“第四屆中
國伴侶動物研討會”提供贊助。

3. 感謝港大同學會小學的學生向身邊的朋友宣傳動
物福利的理念，義賣我們的紀念品，籌得港幣1000
多元支持“狗教授”項目。

4. 感謝以下合作機構和我們一起開展狗醫生、狗教
授、社區宣傳等活動：
. 廣州：廣州市第十六中學團委志願者（特別感謝
廣州市第十六中學初一年級學生為海珠區社會福
利院的約200名老人家親手製作賀卡）、廣東工業
大學（大學城校區）青年志願者協會、 廣州慧靈
智障人士服務機構、黑白能量志願者、廣州市香格
里拉大酒店、廣州市揚愛特殊兒童家長俱樂部、廣
州市第二少年宮、珠江琶醍文化創意園、廣州基督
教青年會（YMCA ）童聲童戲組、廣州電台102.7
頻道
. 深圳 ：星巴克南山書城門店、渣打銀行南山分
行、深圳市犬類保護協會、福田第三高級中學初
中部
. 成都 ：益多公益、龍江路小學、比瑞吉公司、瑪
氏集團

5. 感謝以下志願者積極參與狗醫生、狗教授活動：
. 廣州
狗醫生：包包（西部高地白梗）、嘟嘟（西部高地白
梗）、Miko（英國可卡）、妹妹（混種）、小美（混種）、
寶寶（混種）、番薯（金毛）、張翠花（金毛）、金仔 

（金毛）、多多（古牧）、Money（貴賓）、弟弟（貴賓）、幾
米（蘇牧）、Miki（貴賓）、巴迪（金毛）、毛毛（比熊）、黃
吳文迪（金毛）、Miki（貴賓）、小白（混種）、豆豆（拉
布拉多）、肥婆豬（蘇牧）、金寶（金毛）、陳寶拉（雪
納瑞）
義工：蘇梓寬、林琳、譚靜妍、吳麗儀、程文、鄭穗陽、
馮冬梅、丘敏華、張京、李翠瑩、陳韻、周碧霞、黃曉
方、楊玥、錢浙瑩、陳雯毅、馬楚坤、吳夢華、趙晶、黃
小健、汪羽、梁潔華、陳穎瑜、梁詩茗、陳倩、黃穎華、
黃靜、譚燕飛（實習）、劉翔鷺（實習）、鐘子殷（實習）、
李燕妮（實習）、陳戀（實習）、蔣煜煒（實習）、肖欣婷
（實習）、楊柳燕（實習）、姚玲玲（實習）、黃衛瑋（實
習）、鐘碧瑩（實習）、黎紅硯（實習）、李曉婷、鄭莉、
歐家炘、陳茜、陳蔚昕、黃潔賢、高思、何瑩、呂柯蒙、
劉璐（實習）、郝雅琦（實習）、潘彥（實習）、張藝齡 
（實習）、鄒穎（實習）、張捷清（實習）、黃穎（實習）
. 深圳
狗醫生：嘉欣、哈林、辣椒、momoco、豆包、妞妞、多
多、摩根、小Q、Q仔、coffee（約克夏）
義工：李滔、周凱蘇、徐斌、吳莉莉、曹建國、褚婷婷、
閆鷹鷹、馮嵐、陳俊良、袁兆敏、馬銘邁、陶潔、雷虹、沈
雪梅、林黎爽、陳泉、孫新穎、林琳、鐘雨辰、舒一曼、
楊雨其、張晶、毛玉芳、岳婉琦、劉楊琪、丁秀蘭、孫濤
. 成都
狗醫生：愛熙、米蘭、兔兔、哈尼、羅傑、雪雪、小寶、妮
妮、亨利、阿波羅
義工：尹硯敏、荊琪、李芽、陳學宏、王靜、彭濤、史芸
蔓、萬佳、熊浩天、張靜、盧婷婷、羅亞麗及母親、顧
瑯、劉岑、龍江路小學學生志願者及家長、周珊珊、李
穎、李苗、李斯雨、肖賽格、鐘茜、鐘斐

亞洲動物基金網站：www.animalsasia.org.cn
新浪微博：@亞洲動物基金AAF，新浪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930506904
騰訊微博：@亞洲動物基金，騰訊博客：http://user.qzone.qq.com/1013029020
歡迎大家轉發此通訊到各大網站、論壇和個人博客。

亞洲動物基金中國貓狗福利項目
亞洲動物基金香港“狗醫生”、“狗教授”項目
2013年5-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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